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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妮國際美容機構
生產各種美容院專業護膚品: 按摩店SPA館專用品, 足
浴理療店專用產品, 彩妝和一次性常用品, 各類美容工
具和儀器類產品. 全部商品工廠直接供應﹐歡迎專業人

士參觀選購本公司產品﹒
網站﹕www.huiniusa.com

郵箱﹕huinibeautyusa@gmail.com
業務聯系電話﹕（713）589-2982

產品展示中心﹕12343 Maple leaf Ln. Stanford. TX 77477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BB22新聞圖片
星期五 2017年10月20日 Friday, October 20, 2017

南非七旬老太集體參加拳擊課程南非七旬老太集體參加拳擊課程 動作專業揮拳有力動作專業揮拳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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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面值1英鎊的圓形硬幣退出流通，取而代之的是黃色和白色金屬構成的12邊形硬幣
組合。根據英國財政部公布的消息，圓形幣不再用於支付。圖為舊版壹英鎊硬幣。

旅英印度民眾慶祝排燈節旅英印度民眾慶祝排燈節
著傳統服飾載歌載舞著傳統服飾載歌載舞

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
場上印度舞者們身著傳統場上印度舞者們身著傳統
服飾服飾，，跳起加拉巴舞慶祝跳起加拉巴舞慶祝
排燈節排燈節。。據悉據悉，，此次演出此次演出
由倫敦市長薩迪克由倫敦市長薩迪克··汗發起汗發起，，
借此機會讓遊客們感受到借此機會讓遊客們感受到
豐富多彩的異國文化豐富多彩的異國文化。。排排
燈節燈節，，又稱萬燈節又稱萬燈節、、印度印度
燈節或者屠妖節燈節或者屠妖節。。是印度是印度
教教、、錫克教和耆那教錫克教和耆那教““以以
光明驅走黑暗光明驅走黑暗，，以善良戰以善良戰
勝邪惡勝邪惡””的節日的節日。。於每年於每年
1100月或月或1111月中舉行月中舉行，，壹些佛壹些佛
教信徒也慶祝這個節日教信徒也慶祝這個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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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歐巴馬卸下美國總統職務後一直保持低調，並
且避免和他的繼任者直接衝突，如今他將重返政治舞台。

現年56歲的歐巴馬預定今天參加新澤西州與維吉尼亞州民

主黨造勢大會，為同
黨州長候選人站台加
油。

上述 2 州的州長選
舉預定11月7日舉行投票，時機正是川普在反建制怒潮中擊敗民
主黨候選人希拉蕊而入主白宮屆滿一年之際。

在2018年期中選舉前，以上州長選舉是選民走向的潛在指

標。對於川普和他隸屬的共和黨而言，期中選舉將是一項重大考
驗。

政治學教授薩巴托（Larry Sabato）表示， 「新澤西州與維吉
尼亞州州長選舉是今年僅有的2項重大選舉，利害攸關各造邁向
2018期中選舉的吹牛權。」

目前並不清楚歐巴馬將在造勢大會上說些什麼。自今年1月
20日卸職後，歐巴馬保持傳統，很大程度上避免涉及政治辯論。

美國：巴勒斯坦團結政府須承認以色列

（綜合報導）排水量10萬噸的美國
核子動力航空母艦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今天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巡弋
，向北韓展示海空打擊能力，警告北韓
不可妄動。

雷根號航空母艦是美國海軍在亞洲
部署的最大型軍艦，艦上共有5000名官
兵，航行大約100哩（160.93公里），南
韓的島嶼就在眼前，並從甲板上出動
F-18超級大黃蜂戰機近90架次。

雷根號正與南韓海軍進行聯合軍事
演習，雙方一共出動40艘戰艦，從朝鮮
半島西部的黃海海域一路部署到日本海
。

雷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指揮官海軍

少將達爾頓（Marc Dalton）在機棚內指
出， 「北韓的危險和侵略性舉動令全球
擔心」。機棚的上方就是飛行甲板，戰
機正在滑行。

他表示， 「我們以此次軍演，以及
其他許多行動，明確表示我們準備捍衛
南韓」。

雷根號現身此一區域，加上美方近
來以軍事作為向北韓施壓，其中包括派
遣B1-B戰略轟炸機飛越朝鮮半島上空，
時機就在美國總統川普首次赴亞洲進行
正式訪問之前。川普的亞洲之行從日本
展開，他預定11月5日抵達日本訪問，
接著訪問南韓。

美前總統小布希批評川普鎖國
美國偉大民主面臨嚴重新威脅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
統布希 19 日在紐約舉行了
一場演講，針對川普執政以
來諸多現象提出看法，指出
美國的偉大民主面臨新嚴重
威脅，傾向鎖國使這種情況
變的更嚴重，重振民主精神
成為當務之急。

布希的演說雖非直接打
擊川普，但隨著演說內容延
展，目標益發明確。這是布
希首次如此公開評論川普政
府。

布希在紐約布希研究中
心演說中表示，美國似乎對
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面臨
的挑戰越來越激烈。

他表示，自由貿易有助
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過
去 70 多年來，民主和共和
兩黨，及兩黨總統都相信美
國的安全與繁榮和世界自由
直接關聯，了解在很大程度
上，成功取決於美國的領導
地位。

他強調，人們對自由的
渴望不限於任何文化，也不
屬於任何文化，是人類先天
的希望；自由不是政治菜單
選擇，也不是外交政策風格

; 是美國的明確承諾，也是
世界的希望， 「當我們我們
忽略我們的理想，不是民主
失敗了。那些負責維護和保
護民主者的失敗。」

然而，多年來挑戰不斷
，情況艱困。西方國家遠離
全球化和民主信心消褪的趨
勢，使情勢進一步複雜化。
一些歐洲國家出現定位危機
，經濟停滯，青年失業，對
移民的憤怒，民族主義興起
，對歐盟意義產生質疑。。

布希指出，美國也不能
免於這些趨勢。 近幾十年
來，公眾對美國機構的信心
下降，面對明顯而迫切的需
要，美國執政階層經常癱瘓
。 美國的向上提昇的夢想
對一些在不斷變化的經濟中
被遺忘的人來說，似乎法達
到。不滿加深加劇了黨派衝
突，偏執似乎鼓舞美國政治
更易陷入陰謀論和極右謬論
。爭論變成仇恨，分歧升級
為非人性化， 「我們常常以
最糟糕的例子判斷其他團體
，同時用最好的意圖來判斷
自己─ 忘記了我們應該看
到的是上帝的形象。」

他進一步說，如今民族

主義被扭曲成為本土主義，
人們忘了移民為美國帶來的
活力；大家對自由市場和國
際貿易的價值逐漸失去信心
，忘了隨著保護主義帶來的
衝突，不穩定和貧困。

他坦承，不該對全球化
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傷害漠不
關心， 「人們受傷、憤怒、
沮喪， 我們傾聽幫助。 但
我們不能趕走全球化」。布
希表示，自由社會的力量之
一是調適經濟和社會破壞的
能力。

他呼籲，不分宗教和種
族，人人都應是平等的美國
人；任何形式的偏執或白人
至上都是對美國信條的褻瀆
。並指出， 「我們的年輕
人需要積極的榜樣； 傳遞
公民價值觀的唯一途徑是首
先照顧他們。」

演說最後，布希表示，
美國現在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缺乏信心。但自由仍然
激勵著世界最黑暗角落裡的
人們，這將激發新起的一代
。他告訴聽眾，美國精神不
是 「我們管理」，或 「我們
盡全力」，而是 「我們要克
服」。

警告北韓 美航母巡弋朝鮮半島外海

（綜合報導）《美國公共衛生期刊》（Ameri-
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周四的一篇報告中指出
，美國有300萬人每天攜帶上膛的手槍，更有900萬
人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攜帶上膛的手槍。這是美國近
20年來首次針對民眾攜帶槍枝行為所發佈的全國性
調查。

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10月1日發生民眾持槍掃射

音樂會群眾事件，導致槍枝管制問題再度躍上檯面。
報告指出，多數攜帶槍枝的美國人都是年輕男性、住
在南方，而且認為自我防衛是攜帶槍枝的最主要原因
。

這項調查的原始資料來自於2015年的攜帶槍枝
行為調查，該調查共訪問了1444名槍枝擁有者。

300萬美國人每天攜帶上膛手槍

（綜合報導）普遍被外界視為 「鴿派」的美國
國務卿提勒森，在華盛頓參加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S）舉行的研討會上，一反常態的高調抨擊
「北京不民主，不遵守國際規則」。同時強調要和

新德里發展 「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這些發言到底
所為何來？

要知道提勒森的發言剛好是在大陸召開19大後
，世界各國普遍感受到大陸將會在習近平領導下，
快速但穩健的持續崛起的背景下做出這樣的發言。
他表示，美國和印度面對 「北京的威脅」，要聯手
保護世界秩序，雙方不僅有共同的民主價值，對未
來也有相同的願景。美國尋求和中國發展建設性關
係， 「但美國不可能和不民主的中國發展像美印般
如膠似漆的關係」。

物換星移，時移勢易！這是負責美國外交的最
高層官員首次以最直白的方式說出，要和北京發展
美國版本的 「鬥而不破」關係。以過去美國支持不
民主的巴基斯坦對抗民主的印度的歷史來看，提勒
森的說法充滿了地緣政治的算計和昨非今是的諷刺
。

提勒森提到的北京在南海的 「挑釁行為」和實
行 「掠奪性經濟政策」恰好是美國目前在地緣政治
和經濟戰線上感受到的 「我消彼長」的必然反應。
但可能不會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受到最多經
濟實惠的東協國家的真實感受。

美國五角大廈和國會對於最近大陸在南海的建

設非常不滿。美方偵測衛星發現，美濟礁、渚碧礁
，永暑礁島上的大型機庫已經完成，三個島已經變
成北京在南海 「不沉的航空母艦」！而南海爭議相
關國越南和菲律賓卻不願意和北京繼續在此議題上
糾纏。為了應付來自對中強硬派的壓力，提勒森和
川普當局當然不能顯得軟弱。但要找到一個新的戰
略支點卻不容易，印度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自然浮
現在美國的雷達掃描螢幕上。提勒森即將在下周訪
問南亞，印度洋和中巴經濟走廊對大陸能源安全的
重要性和南海島礁具有相同地位。因此，提勒森針
對南海的講話，是預先為美國在印度洋和印度合作
所做出的最新布局。

川普即將在11月動身前往亞洲，美國對佔了美
國貿易赤字一半的北京遲遲不肯做出美國要求的讓
步也極為不滿。在經過了經濟對話但最後 「不歡而
散」後，提勒森趕在川普到北京前指責大陸進行
「經濟掠奪政策」，可以看做是美國對大陸經濟戰

線上最新的叫牌，是為即將到來的習川會要價做出
預先鋪墊。

大陸在十九大後將會凝聚新力量，這個在習近
平帶領下的新時代將會在朝鮮半島、東海、台海、
南海和印度洋漸次顯現持續擴張的影響力。提勒森
的談話，可看做是美方對這種影響力的初期回應，
中美雙方之間的合作和博弈會在川普訪北京前日益
清晰。

美陸鬥而不破華盛頓布新局

（綜合報導）巴勒斯坦法塔組織和哈瑪斯組織
上週簽署里程碑和解協議後，美國總統川普的高級
幕僚葛林布拉特今天表示，新的巴勒斯坦團結政府
必須承認以色列和解除哈瑪斯武裝。

法新社報導，川普的國際談判特別代表葛林布
拉特（Jason Greenblatt）在聲明說： 「任何巴勒斯坦
政府必須毫不含糊和明白承諾不使用暴力，承認以
色列，接受先前各方達成的協議和義務，包括解除
恐怖分子武裝，致力於和平談判。」

他在美國首次詳細回應上週巴勒斯坦和解協議
的聲明中說： 「如果哈瑪斯要在巴勒斯坦政府扮演
任何角色，哈瑪斯必須接受這些基本要求。」

葛林布拉特的聲明和以色列本週的回應類似，
以色

列誓言不跟包括哈瑪斯在內的巴勒斯坦團結政府談
判，除非哈瑪斯同意一連串要求。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ud Abbas
）的法塔組織和哈瑪斯組織一週前在開羅簽署和解
協議，以終結10年痛苦分裂。

阿巴斯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經承認以色
列，不過哈瑪斯沒有承認以色列，而且被美國和歐
洲聯盟列入恐怖組織黑名單。

哈瑪斯高層幹部奈姆（Bassem Naim）指控美國
屈服於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
右翼政府的施壓。奈姆告訴法新社說： 「這是公然
干預巴勒斯坦事務，我們的人民有權根據最高戰略
利益來選擇他們的政府。」

歐巴馬重返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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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僑聯文教基
金會 106 年海外華文著述獎
得獎名單于九月底在台北揭
曉，休士頓華文作家石麗東
獲得新聞寫作類第一名，今
年共有四人獲得首獎；其他
三位是：澳大利亞地區的張
奧列獲學術論著人文科學類
，馬來西亞的羅志強獲文藝
創作 「散文獎」，美國海云
女士獲得文藝創作 「小說獎
」。

由於燦爛十月，僑社節
慶活動頻繁，美南僑聯辦事
處主任李迎霞，擇定十月29

日下午二時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代表僑聯總會頒發石
君獎章一枚，獎狀一幀及獎
金一萬台幣。石麗東今年是
以 「北美傑出華人系列」五
篇文章參選，29日下午她將
以 「我撰寫北美華人故事的
心路旅程」作現場報告。

石麗東，政大新聞研究
所碩士，曾任職中央通訊社
編譯，中央日報海外特約撰
述，休士頓英文郵報圖書館
工作十五載。始自上世紀九
０年代，以休士頓明湖為重
心，從事遠近自由撰稿工作

，1991年出任美南作協首任
會長、2010年當選海外華文
女作協第十一屆會長，並在
台北主辦全球雙年會，得僑
委會及中華婦女聯合會贊助
，會後全体代表獲馬英九總
統接見。

2004年石麗東以四位華
裔太空人為內容的 「行者無
疆」，首次獲得僑聯華文著
述獎新聞寫作獎第一名。
1998年獲世華作家協會及中
央日報主辦的華文創作獎第
二名、1997年獲香港明報在
紐約創刊徵文第二名。2014

年獲全球星雲文學獎報導文
學類第三名。著有：〈當代
新聞報導〉、〈成功立業在
美國〉上下兩冊、＜誰與爭
鋒：美國華人傑出人物＞等
書。曾主編〈全球華人女作
家散文選〉、〈全球華文女
作家小傳及作品目錄＞、與
趙淑敏共同主編＜采玉華章
：美國華文作家選集＞。

李迎霞主任表示：這次
僑聯美南辦事處 10 月 29 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主辦的華文
著述獎頒獎活動，將有美南
華文作協、師大校友會及建

中校友會協辦，備有茶點，
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地
點在僑教中心203室。

僑聯總會成立于1952年
，每年向海外僑胞徵集各類
華文作品，旨在復興中華文
化，獎勵優良華文著述，去
年休士頓浸信大學的退休政
治學教授曹志源榮獲華文著
述獎的新聞評論類第一名，
雷瑩女士獲文藝創作散文獎
佳作獎。

石麗東獲僑聯文教基金會106年海外華文著述獎

（本報訊）11月14日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如
期舉行，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的少年們著裝整齊，舉
止禮貌地出現在音樂會上，收驗門票、帶領座位、現場扶送年

長和小孩，抬運鋼琴。
為節省開支，音樂會在一座寺廟舉辦，1500把椅子需要臨

時擺放，並在演出結束後撤出。 “陽光行”義工站的少年們
在站長，兩位站社長和其他高年級同學們的帶領下，主
動承擔了這項工作。站長劉相志在音樂會上有鋼琴演出
，也不顧勞累，親力親為。在演出前由於站長劉相志需
要排練原因缺席的情況下，義工們在倪楠，康曾翛然副
站長以及葉楷森部長的帶領下，完成了繁重的義工工作
，在異國他鄉表現出了中國青少年的責任心和愛心。

義工站的少年們互相協作，團結一心，音樂人張江先
生、總策劃吳曉萍女士深受感動，也參與進來。這些義
工站的少年們在父輩“慈善公益”心懷的感召下，成為
新一代的“慈善人”。他們不僅學習好，有藝術特長，
而且從事慈善活動中義不容辭，深深感染著現場的人們
。

年輕人做慈善事情貴在堅持。通過參與慈善活動，完
善自己的人生，更有社會責任心。 “陽光行”義工站用
自己的行為，喚起正能量，帶動社會上更多的青少年參
與慈善事業中來。

大愛無疆，颶風無情，人有情！ “陽光行”的少年
們，加油！

把愛傳遞，讓心快樂
——哈維颶風救災募資音樂會上的“陽光行”

國際國際““陽光行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站長劉相志青少年義工站站長劉相志（（左左））與國會議員與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右右））合影合影

國際國際““陽光行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站長劉相志青少年義工站站長劉相志（（右五右五）、）、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右四右四）、）、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三右三））合影合影

圖為石麗東女士圖為石麗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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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國慶籌備會10月8日晚間於麒麟閣
舉辦國慶餐會，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家彥、
林副處長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等
人專程自休士頓前往參加，德州州眾議員An-
gie Chen Button、Addison 市長周建源、Car-
rollton 市 長 Kevin Falconer、 Garland 市 長
Douglas Athas、Richardson 副市長 Mark Solo-
mom 以及 DART 執行副總裁 Jesse Oliver 均出
席祝賀。

達福地區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曹明宗、酒
會負責人陳世修分別感謝僑界對酒會的大力支
持，陳家彥應邀致詞說明中華民國台灣民主成
就，感謝美國友誼，莊雅淑則代表僑委會吳新
興委員長感謝僑胞支持國家之熱情，谷祖光僑
務諮詢委員、牟呈華僑務諮詢委員、孟敏寬僑
務委員亦代表海外僑界上台表達對國家向心，
德州州眾議員 Angie Chen Button 以及 Addison
等各市長分別致詞道賀中華民國國慶，場面熱
絡歡欣!

會中陳家彥與莊雅淑並代表僑委會吳新興

委員長於國慶餐會中頒發續聘僑務諮詢委員牟
呈華、谷祖光聘書及頒發達福地區本年辦理雙
十國慶慶祝活動負責人感謝狀，主辦單位同時
也安排有精彩的藝文表演，摸彩等，在全體僑
胞揮舞國旗高唱梅花的歌聲中，達福地區慶祝
中華民國106年國慶活動圓滿成功。

達拉斯僑界舉辦國慶餐會 主流政要出席祝賀

陳家彥陳家彥((右右88))、、莊雅淑莊雅淑((左左22)) 、、曹明宗主委曹明宗主委((右右66))、、牟呈華牟呈華
((左左11))、、谷祖光谷祖光((右右77))以及所有僑務榮譽職人員大合唱梅以及所有僑務榮譽職人員大合唱梅
花花。。

達福地區僑胞達福地區僑胞
熱情參與國慶熱情參與國慶
餐會情形餐會情形

陳家彥陳家彥((右右66))與莊雅淑與莊雅淑((右右55)) 、、曹明宗主委曹明宗主委((右右33))頒發達福地區本年辦理雙頒發達福地區本年辦理雙
十國慶慶祝活動負責人感謝狀十國慶慶祝活動負責人感謝狀

陳家彥陳家彥((右右66))、、林映佐林映佐((右右22))、、莊雅淑莊雅淑((右右44))
與德州州眾議員與德州州眾議員 Angie Chen Button(Angie Chen Button(右右 55))
以及以及 AddisonAddison 市長周建源市長周建源((右右 33) Carrollton) Carrollton
市長市長 Kevin FalconerKevin Falconer 伉儷伉儷((右右 77..88))等貴賓合等貴賓合
影影

陳家彥陳家彥((右右11))與莊雅淑與莊雅淑((右右44))並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於國慶餐會中頒並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於國慶餐會中頒
發續聘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發續聘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右右33))、、谷祖光谷祖光((右右22))聘書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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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飲食健康
越來越受世人重視， 吸油煙機在家庭
生活中的地位日顯重要，一個高品質
、高效率的吸油煙機將能保衛廚房環
境健康，減少室內空氣污染。中國中
高端廚具第一品牌、也是世界一流的
廚房電器，“方太”將要在休斯頓開
新店了，許多得知消息的民眾都欣喜
萬分，因為知道方太能為他們解決油
煙的困擾。

方太廚電在大陸擁有高知名度，
憑藉其吸油煙機產品的眾多優點，以
及在大眾建立的良好形象，方太廚具
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依然名稱響亮。
其實，方太進入美國已經五週年，在
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新澤西、邁
阿密、匹茲堡等地，已經先後開了十
八家分店，在休斯頓這家是第十九家
，一路走來，品牌和產品得到越來越
多美國消費者的肯定與支持。可喜可
賀的是，方太終於進駐休斯頓，讓德
州的家庭主婦們開心不已。

方太休斯頓新店即將於十月22日
(週日)上午開幕，屆時嘉賓雲集，將
邀請中國領事館商務參贊、糖城市市
長、浙江商會會長等嘉賓蒞臨現場，
美南新聞電視台亦將播出開業盛況。

為了感謝所有參與盛會的朋友，
方太準備不少好禮，五重禮全城大放
送，包括:

①進店免費好禮: 活動期間光臨
本店，就有機會獲贈精美禮品一份；

②一件套好禮：購買一件產品，
贈送價值$138精美張小泉刀具一套；

③二件套好禮：購買兩件產品，
贈送價值$360雙立人鍋具套裝一套；

④三件套好禮：購買三件產品，
贈送價值$499 Dyson V8吸塵器一台；

⑤五年有限質保，馬達終身維修

。
另外，對安裝或活動有疑問

， 可 撥 打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1-888-315-0366 或關注方太微
信 號 “FOTILEGLOBAL” 均 可
進行諮詢，也可直接掃描下方二
維碼，加入微信群，抽獎優惠樂
不停！
徹底解決油煙困擾

炒菜油煙大、櫥櫃地板油膩
、油煙機噪聲大...這些困擾你的
問 題 ， 統 統 交 給 方 太 油 煙 機
JQG7501，此款是專為北美市場
量身定制的油煙機。前期，方太
研發團隊持續考察了美國和加拿
大主要城市不同居住環境、廚房
環境、烹飪習慣，經過中國廚電
領導品牌方太的創新技術，最終
創造出集吸力大、聲音輕、好清
潔、好安裝於一體的油煙機。
同時，方太也是有品位、注重健
康人士的共同選擇，店內有吸油
煙機、大火力灶具、蒸箱、微波
爐、烤箱等全套廚電可供選擇！
擁有潔淨廚房，能直線提升幸福
生活的指數，而這一刻，就從踏
進方太休斯頓新店而開啟！
方太集團創立於1996年，始終專注於
高端嵌入式廚房電器的研發和製造，
致力於為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人們提供
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打造健康環保、
有品位、有文化的生活方式，讓千萬
家庭享受更加幸福安心的生活。
方太之所以廣受好評，其背後投注的
是巨大的心血，質量管理不單只是生
產管理，而是從開發設計、製造生產
、一直到最終銷售服務全程的管理。
方太“把品質設計到產品內，是保證
產品質量合乎要求的關鍵所在”。

方太堅持每年將不低於銷售收入的5%
投入研發，擁有 400 餘人的龐大研發
團隊、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和
行業前沿的廚電實驗室，包括兩個
“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認可
實驗室”，分別在德國、日本等地設
立研究院，並於2010年被國家知識產
權局評為“全國企事業知識產權試點
單位”。目前為止，方太已擁有1000
多項專利，雄厚的科研實力，確保了
方太的創新力量。

方太產品屢獲殊榮，曾榮膺中國

質量協會頒發的“第十一屆全國質量
獎”。也曾獲浙江省政府頒發的“浙
江省政府質量獎”。方太集團還以其
獨特的創新模式、優越的品牌價值，
贏得CCTV頒發“2011 CCTV中國年
度品牌”榮譽。

方太的產品追求“零缺陷”，
1996 年方太在中國同行中首先通過
ISO9000 質量管理標準認證，緊接着
又率先通過三大體系整合認證；1999
年被評為中國質量管理先進單位；
2002年被中國國家質檢總局授予“產

品免檢資格”。方太無論在品牌知名
度、忠誠度，潛在消費者的預購率等
指標上，均列行業中第一。
開業時間/地址:
時間：2017 年 10 月 22 日（週日）上
午10:00am-14:00pm。
地 址 ：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臨近糖城大華99超市）。
電話: 409-223-8767。方太網站: http:
//www.fotileglobal.com/us/。

創新與品質累積口碑 世界一流品牌進駐休斯頓
吸油煙機專家吸油煙機專家 「「方太方太」」 新開幕新開幕五重好禮大放送五重好禮大放送

（ 本報訊 ） 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 EWBC，於 NASDAQ 交易）10
月19日公佈2017年第三季度財報，淨利達1億3千2百70萬美
元，每股獲利0.91美元。第三季度平均資產報酬率（ROA）
為1.46%，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為14.01%，平均有形
股東權益報酬率為16.33%。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2017年第三季
度每股獲利較第二季度增長12%，主要由於貸款類別的強勢成
長。截至2017年9月30日，總貸款再創新高，達2百85億美
元，較上季度的2百72億美元增加13億美元，年均增長率19%
；總存款創新紀錄，達3百13億美元，較上季度的3百12億美
元增長1億5千7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2%。核心存款年均增
長率7%，反映出無息存款帳戶的持續成長。

吳建民指出： 「第三季度的貸款增長也帶動了凈息差和收
益的穩健提升。此外，我們持續保持對資產品質的審慎態度。
截至2017年9月30日，非獲利資產較上季度減少12%，佔總資
產0.32%。第三季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為0.06%。」

吳建民道： 「華美銀行2017年第三季度整體財務表現良
好，包括貸款、收益、淨收入和信貸品質等方面。一直以來，
我們致力於發展並保持優秀的盈利能力，而本季度的成果正體
現了這一營運理念。我們相信，華美銀行2,900名同仁不懈的
努力和堅定的承諾，將推動華美銀行2017年盈利再創新紀錄
。」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增長強勁 – 2017年第三季度盈利達1億3千2百

70 萬美元，較 2017 年第二季度的 1 億 1 千 8 百 30 萬美元增長
12%；每股獲利0.91美元，較上季度的0.81美元增長12%。凈
利和每股獲利較去年同期的1億1千零10萬美元和0.76美元分
別增長20%。

• 淨利息收入和凈息差持續上揚 – 2017年第三季度凈
利息收入達3億零3百20萬美元，較上季度增長1千3百10萬
美元或5%。本季度貼現增值收入達4百50萬美元，第二季度
為6百30萬美元。主要受貸款增長的影響，不含貼現增值收入
的調整後淨利息收入為2億9千8百60萬美元，較上季度增長1
千4百80萬美元或5%。第三季度凈息差為3.52%，較上季度增
長0.03%；調整後凈息差為3.46%，較上季度增長0.05%。

• 收益穩步提升 – 2017年第三季度收益為3億5千2百
80萬美元，較上季度的3億3千7百50萬美元增長5%。本季度
期間，華美銀行出售了華美保險服務公司（East West Insur-
ance Service, Inc.），稅前收益為 3 百 80 萬美元，或稅後每股
0.02美元。不含此次出售，第三季度調整後收益為3億4千9百
萬美元，較上季度的3億3千7百50萬美元增長3%，較去年同
期的3億零3百50萬美元增長15%。

• 總貸款再創新高 – 截至2017年9月30日，總貸款達
2百85億美元，較第二季度的2百72億美元增長13億美元，年
均增長率19%，較去年同期增長15%。總貸款的持續增長
得益于主要貸款業務的全面提升。

• 總存款創記錄 – 截至2017年9月30日，總存款達3
百13億美元，較第二季度的3百12億美元增長1億5千7百萬
美元，年均增長率2%，較去年同期增長10%。截至2017年9月
30日，核心存款達2百55億美元，較第二季度的2百51億美元
增長4億3千6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7%，主要來自無息存款
帳戶，其中，部分增長被貨幣市場和定期存款的減少所抵消。
截至2017年9月30日，無息存款增長5億3千2百萬美元，達1
百10億美元，佔總存款的35%，上季度為34%。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2017年9月30日，貸款損失準
備 金 上 升 至 2 億 8 千 5 百 90 萬 美 元 ， 相 當 於 持 作 投 資
（Held-for-investment, HFI）貸款總額的 1.00%；上季度為 2

億7千6百30萬美元，或相當於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1.02%。
第三季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相當於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
0.06%，上季度為0.04%。截至2017年9月30日，非獲利資產
減少至1億1千7百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32%；上季度為1億
3千3百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37%。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7年9月30日，華美銀行普
通股每股有形權益達22.71美元，較第二季度增長4%，較去年
同期增長14%。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9.17%，第一類資
本 比 率 （CET1） 為 11.2% ， 總 風 險 資 本 比 率 （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2.8%。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17年第四季度銀行將繼續成長。
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7年11月15日派發2017年第四季普通
股股息每股0.20美元，股東將依其至2017年11月1日的持股
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在NAS-

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
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3百63億美元，在美
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
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
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
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台北、廈門及廣州亦
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
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
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2017年第三
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
com查閱。

華美銀行2017年第三季度存、貸款雙創新高
淨利達1億3千2百70萬美元，每股獲利0.91美元 較上季度分別增長12%

（本報記者秦鴻鈞 ）開業12 年半，位於
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前方的 「松柏園素菜
館」，不僅是老客人的最愛，連美國人（ 白
人，黑人） 及新新人類也是其座上賓，常客
遍二十多國，每至午，晚餐時間，該餐館連續
數小時客滿，一位難求，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

「松柏園素菜館 」 之所以大受各
界歡迎，在於謝老闆的求好心切，不
僅用一流的食材，還經常變換菜的式
樣，令人如獲至寶，百吃不厭。算算
看，到松柏園素菜館吃一個 Buffet 的
價格，僅及一般餐館點一道菜的價格
，你在這裡可以吃到22 種菜，加上各
種中，越式春捲，日式壽司，麻糬，
炸蔴團，粉果，銀絲捲，叉燒包，甜
薯，小漢堡，豆漿，紅豆湯，各式水

果等共30 多種品種，吃的人大呼過癮，一個
禮拜也吃不到這麼多的營養。 「松柏園」 推
出七天，全天Buffet, 晚餐時間來吃Buffet , 周
一至周五，每人份僅11.50元，（ 周六，周日
及假日） 每人$11.95。晚餐時謝老闆還每人送
一份現點的炒菜，Menu 上有30 道菜任選，包

括馳名的豆瓣素魚，九層素腰花，素三杯雞，
黑椒素牛排，素左宗雞，干燒鮑魚菇，鮑魚菇
素鴨片等三十道名菜任選，但必須 「堂食」，
不能To go 帶走！

「松柏園素菜館 」 還可根據客人的要求
製作菜式，或接受外賣，還接受現場點菜及素
席（ 有$228，$268 兩種等級）。如其$228 的
素席，內容包括： 髮菜魚翅羮，五福拼盤，
生菜鴿鬆，翡翠豆腐，包容碧綠，清扣四寶，
松子全魚，寶黃奇燕，精美甜點，合時水果。
其$268 的素席，內容更為精彩，包括：竹笙
大補湯，七星轉盤，吉祥三寶，翡翠齋捲，如
意南瓜，法海藏珍，珍菇全魚，富貴扒鷄，精
美甜點，合時水果等等，非常精緻。

「松柏園素菜館」 的精選素菜，如雙味
鮑魚菇，梅干菜素扣肉，三菇豆腐扒芥菜，琵

琶豆腐，素北京鴨，芋頭扣素難，鮮菇淮山燴
南瓜----- 等等都是該店叫座的名菜，是外
賣的明星。

「松柏園素菜館」 是大眾食堂，不僅顧
客包括二十多個國家，還有遠來自美國紐約，
芝加哥的定期常客，每週都要來好幾次。 「
松柏園素菜館」 謝老闆本著服務僑界的精神
，每周工作七天，目的是向僑界介紹素菜美食
，常食素菜，增福添壽，食療並重，且遠離高
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等 「三高」疾病。
增福慧，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推出七天Buffet , 及菜單點菜
，每天上午十時半至晚間九時半供應。該店地
址：9108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
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同一商場內）電話
：713-772-2888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別家僅別家
餐館一道菜的價格餐館一道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
菜名點菜名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常吃素食常吃素食，，遠離遠離 「「 三高三高 」」 ，，增福添壽保平安增福添壽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常客遍二十多國常客遍二十多國，，晚餐送點菜一道晚餐送點菜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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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 10/07/2017 星 期 六 位 於
6800 W. Sam Houston Pkwy. 的 Home Depot
舉辦 Kids Work Shop 的手繪彩工活動. 有將
近 60 位小朋友到現場開心彩繪手工製作自
己的直升機. 現場還

有Home Depot 的社區聯合單位德州大
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 UT Physi-

cians-CHWC -Southwest 進行流行感冒注射
疫苗宣導活動- “ Get the Flu Shot , not the
Flu”

社 區 健 康 教 育 宣 導 員 -Certificated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Ivy Weng (翁珮
珊)-發放流行感冒教育彩色簿及色筆,讓小
朋友帶回家學習.

Home Depot 舉辦 Kids Work Shop 的手繪彩工活動

(本報訊)唯一為亞裔美籍保險理財專業人
士服務的全國性非營利組織美國亞裔保險理
財 協 會 (AAIFPA) 10/21 星 期 六 於 Marriott
Sugarland酒店舉行2017 年度大會，這次會議
主題為 「From Good to Great」 。

由全球頂尖金融保險包括 Voya, AIG,
National Life, Mass Mutual, Nationwide, Trans-
america等公司參與；其中著名保險公司Voya
將為主要贊助的 AAIFPA 大會是為期一天的
活動，內容包括記者會分享災後相關的保險
內容保險專題演講、持續教育研討會、商展
和晚宴。估計有超過 四百位專注於亞裔市場
的保險理財專業人士與各亞裔僑界領袖參加
本次全國大會。

「休斯頓的亞裔人口眾多，在此地召開
本機構的年會，也是第一次在休斯頓對我們
成長為全國性組織是重要的理程碑」AAIFPA
這次年會主席陳文珊（Suzanne Chen）女士
這麼說。 「如果不是因為達拉斯與休斯頓分
會和讚助企業的協助，尤其是我們的戰略合
作夥伴 Voya，這次活動不可能如此辦成。
Voya真正瞭解我們社區的需求，該企業有眾
多來自多元文化的員工，並且在中國、越南
、韓國和印度等國家以及全球各地都有其足
跡。」

「患難見真情」陳文珊（Suzanne Chen
）女士這麼說。 「看到各社團愛心人士，有
錢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協會也希望能出

點力。藉由保險和理財服務各界專業人士透
過這次年會為受難的客戶提供的第一受資訊
，加強有關保險的知識，幫助這次災後的重
建，大家同舟共濟，並肩戰鬥，攜手創造更
光明的未來。」

亞裔保險理財服務協會 (AAIFPA) 簡介
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 (AAIFPA) 是為亞

裔美籍保險理財專業人士服務的全國性非營
利組織。 AAIFPA 為保險和理財規劃專業人
士提供研討會、會議和其他機會，提昇專業
人士的知識，並透過各地分會強化其人脈關
係。 AAIFPA 創立於 2007 年，是全國第一個
亞裔社區保險和理財專業人士會員組織。
www.aaifpa.org

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 (AAIFPA)
將於Marriott Sugarland 2017 年度全國大會

當晚將會為這次風災募款

Ivy Weng (Ivy Weng (翁珮珊翁珮珊)-)-發放流行感冒教育發放流行感冒教育
彩色簿及色筆彩色簿及色筆民眾報名施打疫苗民眾報名施打疫苗

右一社區健康教育宣導員右一社區健康教育宣導員-Certifi-Certifi--
cated Community Health Workercated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
Ivy Weng (Ivy Weng ( 翁 珮 珊翁 珮 珊) ,) , 中 間中 間 -Bryan-Bryan
Home Depot Garden associate,Home Depot Garden associate, 左 一左 一
Nancy Chu Home Depot Garden asNancy Chu Home Depot Garden as--
sociatesociate

左一左一 UT PhysiciansUT Physicians ––Southwest - Ivy Weng (Southwest - Ivy Weng (翁翁
珮珊珮珊),), 左二左二 Ade OdoffinAde Odoffin ––Home Depot StoreHome Depot Store
manage,manage, 右二右二 Kevin LuKevin Lu ––Home Depot DepartHome Depot Depart--
ment Supervisor,ment Supervisor, 左 一左 一 Nancy Chu Home DepotNancy Chu Home Depot
Garden associateGarden associate

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
教育彩色簿及色筆教育彩色簿及色筆

休士頓三民主義大同盟舉行 雙十國慶小花博開幕剪綵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106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致詞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致詞，，這是一場這是一場
行銷台灣的好活動行銷台灣的好活動，，讓與會者在享受美的同時讓與會者在享受美的同時，，
獲得健康知識獲得健康知識。。

活動負責人黃以活動負責人黃以
法在活動中主講法在活動中主講
品茶的方法品茶的方法。。例例
如在新鮮茶的選如在新鮮茶的選
擇上擇上，，黃以法建黃以法建
議以議以 「「一芽二葉一芽二葉
」」 最佳最佳。。

活動負責人黃以活動負責人黃以
法與僑界人士分法與僑界人士分
享品茶的藝術及享品茶的藝術及
中醫營養指導中醫營養指導。。

活動負責人黃以法活動負責人黃以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僑教中心主
任莊雅淑任莊雅淑、、106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陳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陳
美芬美芬、、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委黎淑瑛僑委黎淑瑛
、、葉宏志為國慶小花博開幕剪綵後合影葉宏志為國慶小花博開幕剪綵後合影。。

黃以法為與會黃以法為與會
者免費贈送蔬者免費贈送蔬
菜種子及自種菜種子及自種
木瓜木瓜、、火龍果火龍果
苗大抽獎苗大抽獎。。

休士頓三民主義大同盟休士頓三民主義大同盟99月月3030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國慶小花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國慶小花
博活動博活動。。活動負責人黃以法活動負責人黃以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副副
處長林映佐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106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
陳美芬陳美芬、、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委黎淑瑛僑委黎淑瑛、、葉宏志為國慶小花葉宏志為國慶小花
博開幕剪綵博開幕剪綵。。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致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致詞,,這這
是一場行銷台灣的好活動是一場行銷台灣的好活動。。

茶具展示茶具展示::茶道示範茶道示範,,認識茶文化並贈送好認識茶文化並贈送好
茶回家試飲茶回家試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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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紀念辛亥革命成功眷村美食國慶紀念辛亥革命成功眷村美食// 經典老歌經典老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陳德新陳德新（（ 左二左二 ）） 負責的負責的
「「聯勤新村聯勤新村 」」 美食美食。。

久違好友歡聚一堂久違好友歡聚一堂（（ 前排左前排左
起起 ）） 維維維維、、孟繁芝孟繁芝（（ 二排左二排左
起起）） 吳而立吳而立、、張道泓張道泓，，江震遠江震遠
，，王敦正王敦正，，江二姊江二姊。。

由徐安由徐安（（ 中中 ）） 所負責所負責
的的 「「 勵志新村勵志新村 」」 美食美食
：： 楓林牛肉麵楓林牛肉麵。。

來自奧斯汀的來自奧斯汀的 「「 金曲族金曲族 」」 ，，又彈又又彈又
唱唱，，表演多條經典名曲表演多條經典名曲。。

圖為陳家彥處長圖為陳家彥處長（（ 左四左四）） 一行在國慶眷村美食大會上一行在國慶眷村美食大會上（（
左起左起 ））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副副
處長林映佐處長林映佐，，王瑋蘭王瑋蘭，，王姸霞王姸霞，，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主委陳
美芬美芬，，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促進委員趙婉僑務促進委員趙婉
兒兒，，李迎霞李迎霞，，馮啓豐馮啓豐。。

貴賓品嚐眷村美食樂開懷貴賓品嚐眷村美食樂開懷（（ 左左
起起））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副主委副主委
嚴杰嚴杰，，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副處副處
長林映佐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莊雅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淑，，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主委陳
美芬美芬，，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王瑋蘭王瑋蘭。。

該活動主該活動主
辦人辦人，，總總
策劃策劃，，中中
山學術研山學術研
究會會長究會會長
唐心琴在唐心琴在
大會上大會上。。

全體出席者歡聚一堂的全體出席者歡聚一堂的
盛況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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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生物醫學公共平台撰稿人夢
姝、朱全勝)10月14日下午5時，由美
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攜同休斯頓
各族裔共同籌辦的哈維颶風國際區救
災募資音樂會盛大舉行。此次音樂會
在Lien Hoa Buddhist Temple音樂大廳
舉辦，全場座無虛席，代表了休斯頓
華僑華人對愛心慈善事業的支持。這
是一場大愛無疆的音樂會，將愛心與

團結的種子播種在每一位參會者的內
心深處；這也是一場充滿希望的音樂
會，讓每一位華僑華人同胞描繪出休
斯頓人走出洪災困境的嶄新面貌！

當晚出席救災募資音樂會的有美
國聯邦國會眾議員Al Green ，中國駐
休斯頓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及休斯頓
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高帝集團成

功企業家、愛心人士陳建輝董
事長，國際知名腫瘤學家、
MD安德森病理學與腫瘤學系
談東風教授等。本次哈維颶風
國際區救災募資由國際貿易中
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共同主席Jim Noteware主持。
李蔚華董事長在致辭中對休斯
頓華僑華人領袖們在抗洪救災
中的突出貢獻進行了讚揚，對
抗洪搶險救災的英雄人物進行
了表彰，對遠道而來義演的作
詞作曲家、歌手張江老師，對
義演晚會策劃吳曉萍老師，總
導演高曉慧老師及各位到場嘉
賓表示誠摯感謝。作為休斯頓
國際區的區長，李先生聯合了
休斯頓的文藝家、企業家和熱

心的社區團體及個
人於一體，大家齊
心協力讓這場救火
募資音樂會成為永
恒的記憶！

8 月 底 ， 休 斯
頓遭受了百年不遇
的哈維颶風，帶來
了狂風暴雨，整座
城市遭受洪澇災害
，十幾萬家庭被洪
水湮沒，幾百人受
傷，數人失去生命
，讓深愛著休斯頓
的海外僑胞們陷入
深深恐懼之中，華
僑 華 人 紛 紛 參 與
“狂風暴雨戰洪圖
、血濃於水獻愛心”活動。就有這樣
一批無私奉獻的救災英雄們，有這樣
一群互幫互助的僑胞兄妹們，讓大家
看到了颶風後的彩虹，看到了災後重
建家園的希望。此次音樂會特意為
《美南新聞》 評選出近百名救災團體
和個人授予彩帶，並當場把籌集到的
2萬多美金捐獻給教育機構。

晚上 7 時整，文藝表演正式拉開

序幕。此次表演節目種類異彩紛呈，
從大合唱、男女聲獨唱、重唱到民曲
聯奏，從鋼琴獨奏到古箏琵琶合奏，
從越南舞蹈到中國古典舞蹈，這些青
少年們的表演贏得了在場嘉賓的陣陣
掌聲。晚會的尾聲，我們迎來了遠道
而來的作詞作曲家、孫楠STUDIO音
樂總監、歌手張江先生獨唱和二重唱
。張江曾擔任第三屆湖南衛視《我是
歌手》孫楠團隊音樂總監，孫楠《迫

不及待》、《樂在其中》世界巡演音
樂總監。他也是第一屆《蒙面歌王》
與《中國之星—致格萊美》冠軍。大
家耳熟能詳的音樂制作包括成龍電影
《警察故事》片尾曲《拯救》、電視
劇瑯琊榜《說不出口》等。此次張江
先生登台義演兩首《祈禱》和《大愛
無疆》，每一句都扣人心弦，全場掌
聲此起彼伏，將音樂會推向高潮，讓
此次音樂會真正的畫下圓滿句號！

~~~颶風無情 人間有愛~~~
記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成功舉辦記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成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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